
 
建構新聞事實：定位與權力 
 

 107

第七章 定位與新聞事實  

在第七章，我們要說明定位與新聞事實之間的關係，我們要從

八卦媒體與璩美鳳建構事實的過程中，如何安排其間的「角色」，

這些角色又被置放在何種位置？又如何規定他們之間的權利義

務，以進行新聞事實的建構與推翻？  

以下，我們分別探究在「通姦事件」以及「偷拍事件」中，八

卦媒體與璩美鳳進行何種定位？即他們如何為自己定位？又如何

定位其他的人，以規定其中的責任歸屬。  

第一節  八卦媒體的自我定位  

首先，我們要探究八卦雜誌如何建構一個關於自我的論述。我

們要探究八卦雜誌如何定位自己以說明自己的權利義務，又如何定

位自我與他者的關係。  

壹、新聞記者是反映事實的載具  

八卦媒體記者將自己定位為「反映事實」的載具。事實是可以

被「反映」以及「還原」出來的，這預設一個獨立於新聞工作者想

法與意見的「客觀」事實，新聞工作者要做的只是將其「反映」出

來。在這個邏輯下，新聞工作者是璩美鳳光碟事件的反映者、傳話

者，璩美鳳才是事件的發動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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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以照片作為反映事實的證據  

八卦媒體將自己定位為反映事實的工具。在此，事實是可以被

「反映」以及「還原」出來的，例如，《壹週刊》總編輯裴徫在答

辯時常用的說法是︰「我們只是『還原』現場，一切有圖為證」。

獨家報導的發行人沈嶸說：「雜誌的做法只是讓真相『還原』在社

會大眾面前」。 1 

他（邵偉信：獨家報導執行副總）並再三重申……

公布這片光碟是為了「新聞事實」，影帶中的人

物經影像專家、周刊採訪記者等評斷，認為其中

的聲音、動作等是真實的，因此也願接受及坦然

面對外界對此事的探討及法律爭議問題。 2 

八卦媒體採用大量的照片與影像作為證據形式，這可反映出他

們將自我定位為反映事實的載具。他們認為，事實是可以被「反映」

與「還原」出來的，也因為這個對事實的理念，照片被八卦媒體視

為還原現場最主要的工具。一位自陳在《壹週刊》工作多年的記者

李薇，在她撰寫的《驚爆狗仔隊內幕：八卦新聞作戰秘辛》一書中

指出：  

對內幕新聞講求「箭不虛發」，一定取得真實的

照片才報導新聞事件，若照片未能拍到，就耐心

的跟監下去（李薇，2001: 59-60）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見《星報》〈獨家報導：真相還原  歡迎來告〉2001 年 12 月 18 日。  

2 見《中國晚報》〈激情光碟／獨家報導製光碟隨周刊大賣  宣稱是真的及願面

對爭議〉2001 年 12 月 17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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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薇（2001：29-30）指出，「講求照片是《壹週刊》的作風與

賣點，因此《壹週刊》在攝影器材上也不惜工本」。也就是說，八

卦雜誌呈現事實的方式是「以照片為主，記者拍到具內幕的照片

後，再交給文字記者寫報導文章」（李薇，2001：60）。  

二、記者是傳話者  

事實既是可以被反映與還原的，新聞工作者要做的便只是將其

反映、傳遞出來，「讓讀者親眼目睹」。例如，在新聞教科書中便對

記者有如下的定位：  

不要注入己見，新聞記者的寫作強調公正客觀，

尤其不可在新聞報導之中夾議夾敘，訴說己見

（石麗東，1991: 192）。  

記者被定位為新聞中的「傳話者」。根據 Clayman（1992）的解

釋，傳話者只是傳話，所言不應涉及個人立場，最易產生所言為實

的感覺，對八卦雜誌而言，這被視為最易產生所言為實的感覺。  

Kozloff（1987）以「同質敘述」（homodiegetic）與「異質敘述」

（heterodiegetic）兩者區別言者是否出現在論述中：當言者是論述

中的角色時，稱為「同質敘述」；當言者處於論述之外便稱為「異

質敘述」。而「同質敘述」一直被認為比「異質敘述」缺乏客觀與

權威感，因為前者本是事件的一部份，後者則以全知觀點來看待事

件。  

記者被界定在新聞報導之外的異質敘述者，記者的意見、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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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個性均應排除。例如，學者歐陽醇指出：「不能在新聞中表達自

己的意識，也不能把自己的看法放在訪問專家、學者政治家的報導

之中，記者不是裁判、也不是評論者」（歐陽醇，1982: 86）。  

新聞工作者不可以去判斷事件的對錯是非，閱聽大眾才是事實

的判斷者。因此，在「璩美鳳光碟事件」中，八卦記者常用的答辯

方式都是：「雜誌社所拍到的東西，是忠實的還原當天現場的情況，

其餘的就交給讀者去評斷」、「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」等等。  

三、被動的反映者  

八卦雜誌將自己定位為事實的載具與傳話者，從他們的角度，

在「璩美鳳光碟事件」中，璩美鳳才是此事件的製造者與行動者，

應該對光碟事件負責的人是璩美鳳，而不是八卦媒體。  

記者試圖把璩美鳳的光碟事件從「偷拍」現象，轉移到另外一

個領域：璩美鳳的「通姦」行為。將事件界定成「揭發通姦」而不

是「偷拍」，其間要負責任的行動者顯然不同：「偷拍」的行動者是

「記者」，但是，「通姦」的行動者卻是「璩美鳳」，至於記者只是

事件的反映者，若是璩美鳳不與人通姦，則不可能有光碟事件。在

這個邏輯下，犯錯的是璩美鳳，不是獨家報導。因此，獨家報導的

發行人沈嶸說：   

歡迎璩美鳳提出告訴。沈嶸表示，雜誌的做法只

是讓真相還原在社會大眾面前。 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見《星報》〈獨家報導：真相還原  歡迎來告〉2001 年 12 月 18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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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拍行為的發生正是因為「被偷拍者」（璩美鳳）做了不應該做

的事，如果璩美鳳不做壞事就不必害怕被偷拍。在這樣的論述中，

作為偷拍者獨家報導的行動角色消失不見，被偷拍者璩美鳳反而成

為偷拍事件的行動者。這裡，我們看見，在定位的過程中，牽涉到

不同主體位置的建立、消失、或是競爭。也就是說，在定位過程中，

主體位置的建立與消失具有相同的重要性。  

四、公正無私的新聞工作者  

八卦媒體強調的是自己的公正無私。例如，當璩美鳳指出自己

和獨家報導沈野之間學長與學妹的關係：「過去我敬重的學長，竟

然在我未癒合的傷口上，又重重劃下一刀」（璩美鳳，2002: 203）。

沈野的回應非常「記者」：他說，如果是他的「女兒」沈嶸被偷拍

影帶流入市面，「獨家報導還是照樣視同新聞事件，而且要和沈嶸

立即斷絕父女關係」。 4這裡，獨家報導的邏輯是：身為大公無私客

觀公正的媒體記者，就連我的女兒做錯事我也會將之揭露、報導出

來。  

我們和很多人都是朋友，璩美鳳人善良、是好

人，但媒體就是媒體，……如果她的行為傷害了

別人的家庭，媒體就有報導的義務。 5 

不同於璩美鳳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、感情以及交情，也就是

「某些人」不應該對我做某些事。獨家報導強調的是自己的無私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見《聯合報》〈立委譴責是楚門台灣版  張俊雄：雜誌打著言論自由大旗從事

商業行為會依法處理〉2001 年 12 月 19 日。  

5 見《星報》2001 年 12 月 18 日。  



 
建構新聞事實：定位與權力 
 

 112

客觀，也就是說，新聞工作者必須不帶感情、不涉入自己的心裡感

受，必須是不講情面、不講關係的。新聞報導的原則就是因為「某

件事情確實發生」，不能因為做此事的人和自己的關係而有不同的

處理方式。  

對新聞工作者而言，客觀代表理性、一種好的德行；至於感情

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是一種不好的德行，會妨礙新聞事實的追

求。例如，黎智英便指出：「做媒體的最好不要有人情包袱」。  

我來台後也從來沒有拜訪過黨政部門或企業界

的人，我從來不做這種事，祇有一次 AIT 的

Reymond Burghardt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

主任薄瑞光）給我一個 welcome party，包括殷

琪、徐旭東等人都與宴，但之後也沒有再聯絡。

做媒體本來就是很孤獨的，說不定會得罪人，

所以最好不要有人情包袱（陶令瑜、吳燕玲，

2001）。 6 

在此，客觀與無私似乎成為新聞工作者對他人、對自己的一種

專業「承諾」，承諾新聞工作者可以不受到自我的價值影響，可以

排除自己的觀點，冷靜與制式地解決問題。客觀也對比了某些人的

非專業性，因而增加與鞏固新聞事業的權威與專業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〈專訪黎智英談台灣傳媒：黎智英：我們不是賣雜誌、我們是賣共鳴、賣感

覺〉。《新新聞》周報 742 期（陶令瑜、吳燕玲，2001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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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惡勢力的對抗者  

一、向政府宣戰  

八卦雜誌將政府定位在和自己敵對的角色，他們要和打壓他們

的政府「宣戰」。  

沈野口氣堅定的向蘇正平宣戰，他說新聞局

查扣印刷廠和 VCD 的作法是暴政的行為，為

了維護新聞自由，他們已經在繼續增刊，絕

不低頭。 7 

八卦雜誌將政府定位為新聞事業最主要的壓迫與威脅的力量，

這裡秉持的是傳統「第四權」的預設，承載的是壓制權力觀之預設：

權力是一種財產或是資源，集中在有權者（政府）的身上，政府會

透過政治力量打壓與限制新聞自由。例如：  

沈野指稱，新聞局前晚及昨晨以前所未有的

迅速動作查扣當期的獨家報導雜誌，是扁政

府為壟斷、箝制新聞自由的手段。 8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見《中國時報》〈獨家報導：讀者有知的權利〉2001 年 12 月 18 日。  

8 見《聯合報》〈獨家報導控告新聞局  揚言再版  社長沈野指查扣手段是箝制

新聞自由  新聞局回應「他們是在作生意」獨家報導：讀者有知的權利〉2001

年 12 月 19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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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被視為「擁有」壓制新聞媒體的權力，一種「惡」的力量。

而與此「邪惡」、「壓制」形象對立的，便是作為「善良」與「對抗」

一方的新聞事實。在這個邏輯裡，新聞事實成為抵抗權力的重要力

量，至於新聞事實必須靠著新聞工作者「不妥協精神」才能擺脫政

府以及其他惡勢力的壓制。  

二、不妥協的精神  

由於預設新聞事實總是會被特權、利益或惡勢力遮蔽與壓制，

因此，唯有依賴新聞工作者鍥而不舍的精神，排除這些惡的力量，

才可以將事實「還原」出來。  

只有把事實還原出來以後，事實才能發揮監視與抵抗權力的神

聖力量。八卦媒體強調的是追求新聞事實時勇敢與不妥協的精神。

例如，黎智英指出新聞絕不容許妥協：「你做新聞妥協，你就不要

做新聞啦！可以去賣豆腐啊」（陶令瑜、吳燕玲，2001）！  

角度的妥協也是妥協。你不能挑角度祇寫黑道有

義氣、是孝子，而不寫他開賭、開色情。這不是

你要對社會交代的。角度的改變，永遠是妥協的

改變（陶令瑜、吳燕玲，2001: 34）。  

八卦媒體要求新聞工作者的決心、毅力與勇氣。例如：  

當記者要具有狗仔隊的精神，需有靈敏的新聞

鼻，打不走、甩不掉的狗仔隊精神及毅力，才能

挖掘出新聞事件的真相；要當狗仔隊記者不但要



 
建構新聞事實：定位與權力 
 

 115

具「追、趕、跑、跳」的本事，還要有隨機應變

的能力，以及超人的膽識（李薇，2001）。  

這裡強調的是必須依靠新聞工作者的不妥協精神，才能將新聞

事實彰顯出來，而只有新聞事實得到彰顯，才可以與政府等惡勢力

對抗。  

參、社會的監視者  

八卦媒體記者將自己定位成為社會的「監視者」。從《壹週刊》

說明記者如何的跟監方式，就可以見出端倪：  

壹週刊跟監的狗仔隊分為檯面上與檯面下兩

批，所謂檯面上的記者，也會參加記者會，或是

直接和受訪者見面，表明自己就是壹週刊的記

者。……真正執行跟監工作的，是另一批檯面下

的記者，才是真正所謂的狗仔隊。這批狗仔隊記

者講求生面孔，最忌諱曝光，有如私家偵探般地

神秘，二人一組，分成三班，每班八小時，做二

十四小時跟監，而每一星期就換另一批人，以免

被對方發現 (李薇，2001：57)。  

面對社會種種負面的看法與質疑，八卦媒體指出，他們是為了

發現「新聞的真相」（李薇，2001:8），是為了挖掘社會的陰暗面，

例如，《壹週刊》的創刊詞中明白揭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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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所有問題都攤在陽光下，大家看到一大

堆爛東西，不免怵目驚心。其實，這些問題

早就存在，現在因為無法躲藏隱瞞才浮現出

來，這正是台灣的好機會（《壹週刊》創刊詞）。 

監視的目的是為了大家的「明天」，是在「維護公共利益」。因

而，獨家報導指出，他們公佈璩美鳳光碟的原因，是因為「璩美鳳

的行為傷害了別人的家庭」，也就是說，在維護婚姻制度以及社會

秩序的「目的」下，獨家報導自有揭露光碟事件之義務。 9 

第二節  璩美鳳如何定位自我與八卦媒體  

接下來，我們要探究璩美鳳如何回應記者對她的定位？她又如

何自我定位，看待自己以及與記者的關係？我們要從這些定位過程

中，探究璩美鳳與八卦雜誌如何建構與競逐事實，進行新聞事實的

建構與推翻。  

璩美鳳將光碟事件建構為「偷拍事件」，她強調此種不合法與

不道德的「行為方式」造成她嚴重的傷害。因此，「受害者」是璩

美鳳在定位過程中，最常使用的定位方式：經由受害者的描寫，璩

美鳳將獨家報導定位為「偷拍事件」的「行動者」、「加害者」以及

「掠奪者」。  

在璩美鳳的定位過程中，受害的不只是她自己。以下，我們要

指出璩美鳳界定了「誰」是偷拍事件的受害者？又為何界定這些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見《星報》〈獨家報導：真相還原歡迎來告〉2001 年 12 月 18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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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受害者？這些受害者遭受到什麼樣的傷害？而這些傷害意味

著什麼？  

壹、璩美鳳作為受害者  

璩美鳳將自己定位為光碟事件的受害者，我們認為，這裡有兩

層意義：首先是去界定八卦雜誌「加害者」、「掠奪者」的角色，其

次，則是去回應社會對被偷拍女子的定位。  

首先，璩美鳳界定媒體是舐血的「加害者」。她說：  

大家爭相報導偷拍 VCD 案時，我感覺自己像

一隻剛被老虎咬死的鹿，所有的禿鷹都想要咬

一口，誰不想吃？下一次遇到鹿被老虎咬死的

機會等到何時（璩美鳳，2002: 210-211）？  

璩美鳳在記者會上的言行舉止，以及在《懺情錄》上的各種私

人故事，處處描繪出受創傷的自我身心狀況。她控訴她的隱私處於

一種「被剝奪」的狀態。  

我覺得這不只是白色恐怖的感覺，隱形的那種

控制、隱形的那種壓力、隱形的那種不自由的

感覺，所以妳說世界之大總有我容身之地，我

現在已經沒有感覺，世界之大哪裡有我可以容



 
建構新聞事實：定位與權力 
 

 118

身的地方（璩美鳳，2002）？ 10 

在現今愈來愈注重個人權益的趨勢中，「我的」宣言是一種強

烈的宣示。「隱私權」的提出，讓人們覺得璩美鳳是在「回復」自

己失去的、應有的權利，而不是在「爭取」什麼。  

定位自己的目的就是在定位別人：璩美鳳將自己定位為失去隱

私的「受害者」，也界定八卦記者成為掠奪隱私的「加害者」，媒體

既是偷拍事件的加害者，光碟事件就是一個偷拍事件。璩美鳳將自

己界定為偷拍事件中的「受害者」，此種定位方式完全不同於獨家

報導將事件建構成通姦行為，視璩美鳳為「行動者」的定位方式。 

除此之外，我們認為，受害者還有另外一層意義，是去回應一

般大眾對「被偷拍女子」視為失去貞潔女子的一種定位。  

在《懺情錄》的序文中，璩美鳳寫道：「有的人說：妳怎還有

臉活著？妳有沒有羞恥之心」（璩美鳳，2002: 7）？網路上有許多

關於「璩美鳳完蛋了」、「璩美鳳會自殺嗎？」、「大家根本就是再逼

璩美鳳去死」的許多討論。 11例如：  

我室友邊笑邊說："如果我是璩美鳳，我可能會

自殺"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此文出自於〈璩美鳳《懺情錄》所附之璩美鳳 DVD 專訪帶〉（璩美鳳，2002） 

11 本文相關的 BBS 討論，出自 Openfind BBS 網路論壇。http://www.openfind. 

com.tw/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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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道把所有看過這部片的人全殺光嗎？自殺

嗎？難道死了大家就會假裝沒看過？  

這些談論似乎都顯現璩美鳳應該羞恥的度過一生。這也說明，

女性被偷拍、光碟被散佈的事件，不屬於「一般權益」受到侵犯，

而是屬於「失去貞節」的範疇，人們期待與要求的是一種失去貞節

時的形象—終身見不得人的形象。  

准此，她努力展演「受害者」的形象，她不斷描述偷拍行動對

她造成的傷害，目的在與此種言說進行對話與回應。透過記者會、

訪談或私人傳記等形式，璩美鳳展現出女性失去隱私地悲慘與痛

苦。例如，在光碟事件初次記者會上的聲明全文，璩美鳳便以「我

已經死了」作為標題，將自己定位成「受害者」，這是為了將自己

定位在社會能夠普遍接受對「失去貞節」女性的定位。  

璩美鳳緩緩地解釋說，她沒有早出來說明，是

因為一個女人受到這樣的創傷，面臨這樣的打

擊，「事已至此，情何以堪」。……而整個事情

變成這樣，她「眼淚已經流乾了，已不需要哭

泣了。 12 

璩美鳳將自己定位在人們普遍接受的弱勢、受害者女性的框架

中，這裡上演的是傳統「受害者」脆弱無力的文化腳本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 見《聯合報》〈璩：郭惡劣狡辯  請從重量刑  事件後首度露面  六度鞠躬  為

行為差池致歉  邊咳邊說  最後嚎啕大哭〉2001 年 12 月 26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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璩美鳳上午與本報記者通電話，說她現在身上

插滿針管咳嗽不停，得知郭玉鈴一再在媒體上

放話的說法後，她更傷心欲絕，幾度想自殺。13 

璩美鳳將自己定位為「受害者」的目的是去迎合社會普遍認可

的價值取向，並據此詮釋自己的言行與表現。她選擇的是最平常、

最易於接受的主體位置為自己的處境辯論。正如同 Lin（2002）與

Ware & Linkugel（1973）所指出的：辯解策略其實植基於社會普遍

信仰的價值觀，言者藉著資料與證據的提出，試圖迎合一般人的價

值觀與大眾的喜好，藉以達成說服目的。  

然而，在這裡，「受害者」的位置似乎有些弔詭，璩美鳳將光

碟事件建構成「偷拍事件」，她站在受害者的位置進行對媒體的控

訴。然而，璩美鳳在定位自己成受害者時，卻也已複製父權社會對

女 子 失 去 貞 潔 的 一 般 性 看 法 ， 成 為 整 合 父 權 的 「 行 動 者 」

（agency）。  

貳、璩美鳳的家人作為受害者  

在光碟事件中，璩美鳳不斷強調受傷害的不只是她自己，還有

她的家人，她說：  

現在這整件事情造成家人對我身心的擔憂、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3 見《聯合晚報》〈偷拍事件璩美鳳：郭女肯定是 ‘兇手 ’ 很痛心，想自殺！璩

指郭玉鈴太過分 ‘像在踐踏我的屍體 ’ 質問郭說謊、放話、怎麼下得了毒手〉

2001 年 12 月 24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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慌，深感對不起家人。 14 

璩美鳳將家人定位為受害者，目的在擴大獨家報導的加害範

圍：獨家報導傷害了她也傷害了她的家人。  

社會中某些的權利會約定俗成的被構連在一起。例如，「我」

的權利、尊嚴受到傷害，會連帶使我家人、我朋友的權利皆受到傷

害。經由此種定位的策略，璩美鳳擴大獨家報導的加害範圍。  

璩美鳳將她的家人定位為光碟事件的受害者，特別是她的母

親：  

生病住院期間，母親每晚睡在病房一張小小的

鐵床上陪她，女兒痛苦，折磨的是母親。 15 

「女兒」痛苦，折磨的是「母親」；璩媽媽表示：「如果女兒因

無法承受而尋短，她這個做母親的也活不下去……」。 16因此，「獨

家報導擔負的是兩條人命」。17這裡，璩媽媽隱藏著「功能性」的暗

示，她的出現，意味著另外一種關係的進入：璩美鳳回歸到最平凡

的「女兒」位置，這召喚的是人們的「同理心」。璩美鳳說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4 見《中國時報》〈璩美鳳聲明全文：我已經死了〉2001 年 12 月 20 日。  

15 見《中國時報》〈璩美鳳：我只能跌跌撞撞找出路〉2002 年 2 月 8 日。  

16 見《中時晚報》〈璩媽媽的眼淚〉2001 年 12 月 22 日。  

17 見《民生報》〈誰有權丟石頭？〉2001 年 12 月 26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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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妨在你今夜就寢前，把你小女兒想像是我的

命運遭遇，你會怎麼做（璩美鳳，2002: 10）？  

參、閱聽人作為受害者  

更進一步，璩美鳳也將閱聽大眾界定成一群有待保護的「受害

者」：  

璩美鳳說，她覺得整件事件影響越來越大，甚

至聽說（光碟）已經流入校園。  

透過這樣的界定，獨家報導傷害的不只是璩美鳳、她的家人，

還有許許多多與璩美鳳無關、無辜的閱聽人（特別是在校園中的青

少年）。璩美鳳把閱聽人、她的家人、朋友和自己「一起」定位為

「受害者」，在這樣的定位過程中，獨家報導成為社會的「共同」

敵人，大眾應該「共同」對抗獨家報導此一「加害者」：「媒體殺戮

的洪流，勢必應該被遏止」（璩美鳳，2001）。 18 

璩美鳳將事件抽離出原先發生的情境脈絡，將之置放在一個新

的情境中：她把偷拍事件置放在一個較大的社會情境中：「這不只

是對美鳳的恐嚇，更是對整個社會及民心的威脅恐嚇…..」。因此，

「我只能用殘破的身心，來保護未來其他可能受害的女子，這種媒

體類似殺戮的洪流，勢必應該被遏止」（璩美鳳，2001）。 1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8 見《中國時報》〈璩美鳳聲明全文：我已經死了〉2001 年 12 月 20 日。  

19 同前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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璩美鳳使用「超越」（ transcendence）的策略，將事件從原先的

情境中抽離，置放到另一個情境中，即企圖以一個新的、較大的情

境去引導人們對事件的重新認知與歸因（Ware & Linkugel, 1973: 

280）。  

將閱聽眾定位為「受害者」，獨家報導便被置放在「加害者」

的位置，獨家報導與閱聽眾之間是一種「加害者與受害者」的關係，

此種關係顯然不同於上述八卦媒體將自我與閱聽眾界定成「訊息供

給者與消費者」之間的關係。  

「加害者與受害者」暗示的是「社會應該被保護」，也就是要求

傳統的道德規範的介入，因此，璩美鳳不斷要求政府的介入與規

範：我請求法官對「如此惡劣的狡辯」從重量刑。 20璩美鳳定位政

府在管理與制裁媒體的位置，這些定位都在說明光碟事件是一不折

不扣的偷拍事件，政府應該去制裁獨家報導不法的偷拍行為。  

這不同於八卦雜誌將政府視為「新聞自由打壓者」的看法。由

於八卦雜誌將光碟事件視為通姦事件，光碟事件不是個人的私隱，

而是攸關公眾利益的事件，八卦媒體作為社會的監視者，自有義務

要公佈新聞事實，在公佈新聞事實的目的下，政府的介入被視為明

顯而立即的傷害。  

這裡顯現，主體位置是一連串「關係」上的牽引，當我們把同

一個「主體」放在不同的位置時，其他行動者的位置也會隨之改變。

例如，將閱聽眾定位為市場時，對政府的定位、媒體的定位以及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 見《聯合報》〈璩：郭惡劣狡辯  請從重量刑  事件後首度露面  六度鞠躬  為

行為差池致歉  邊咳邊說  最後嚎啕大哭〉2001 年 12 月 26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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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當事人的定位，顯然不同於將閱聽眾定位為「受害者」與政府、

媒體與新聞當事人之間的關係。  

也就是說，不同的定位過程，會對往後相關的權利義務有不同

的認定與責任歸屬，這也決定誰是良善的、誰是邪惡的、誰該被同

情、誰又該被譴責、誰應為這件事情負責、誰又是有罪者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